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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協10+6：東協+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澳洲、紐西蘭
和印度(2005提出)，建構東亞綜合經濟夥伴」
（CEPEA），2013年轉為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」
（RCEP）。

提供東協十國與南亞八國等(包括紐、澳)18國資訊

農產業市場現狀與商機
市場與技術顧問諮詢服務

政治與法律

環保制度、稅收政策、國際貿易章程與現制、合同執
行法、消費者保護法、雇用法律、政府組織/態度、
競爭規則、政治穩定性、安全規定

資訊服務PEST

經濟環境

經濟增長、利率與貨幣政策、政府開支、失業政策、
徵稅、匯率、通貨膨脹率、商業週期階段分析、消
費者信心指數

社會文化

收入分布、人口統計與政策、勞動力與社會流動性、
生活方式變革、教育、健康意識、潮流與風尚、生
活條件

技術環境

產業技術關注、新型發明與技術發展、技術轉讓綠、
技術更新速度、技術生命週期、移動技術變革

新南向18國家農產業市場現狀與商機探討-PEST模型分析系列報告



新南向18國家
農產業市場現狀與商機探討

-PEST模型分析系列報告

泰國

農業科技研究院產發中心
產業分析組



泰國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(PEST)
本文係針對泰國宏觀環境因素作分析，針對進入馬國進行農產業經營分析具體內容，
後續內容將應對政治（Political）、經濟（Economic）、社會（social）和技術
（Technological）這四大類影響企業的主要外部環境因素進行分析。

經濟增長、財政貨幣
政策、利率、匯率、消
費、通貨膨脹

技術總體水準、技術突
破、產品壽命週期、技
術變化速度

生活方式、社會價值
觀、習慣習俗、教育
水準

政府政策、政府管制、
立法、國家政局……

Economic
經濟環境

Social & culture
社會與文化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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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chnological
技術環境

Political
政治法律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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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國(農業)環境概述

 更新促進投資獎勵政策與中小企業商機媒合：
依據2015年BOI*所制定之7年期(2015-2021年) 
投資推廣策略，針對可增加經濟附加價值與研發
計畫者提出額外優惠。
 推動「數位經濟」
 維持物價穩定
 加速核准基礎建設工程
 解決人口販運，擬列入國家政策
 發展成為國際貿易中心及地區或國際營運總部

以及規劃經濟特區
 目前泰國政府已開放外資銀行在泰辦事

處申請升格為分行，惟申設門檻為200
億泰銖

 我國在泰設有辦事處之銀行如上海商銀、
國泰世華、一銀等辦事處都在考量

*在泰國，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(BOI)是負責推廣投資的主要
政府機構。Address: 555 Vipavadee-Rangsit Road, 
Chatuchak,
Bangkok 10900, Thailand
Tel: (66-2) 553-8111, Fax: (66-2) 553-8222
Website: http://www.boi.go.th

 2014年農業產品(如橡膠、蝦、冷凍海鮮以及禽肉) 
出口因國際價格衰退7.5%，表現不佳。依據泰國
海關統計，泰國2014年全年貿易負成長4.88%，
其中出口負成長0.41%，進口負成長8.97%。

 泰國政府2014年優先鼓勵投資自然資源(如橡膠)與
原物料產業以及跨國公司在泰設立營運總部。

 台商未來在泰國投資較具發展及競爭力之產業，係食品
加工及相關包裝業、汽車零配件業、電子零配件業、資
訊軟體業，亦可考慮前述投資泰國所鼓勵之製造業及
服務業。

資料來源: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-104年8月【泰國投資環境簡介】，農科院產發中心整理(2016/04)

 泰國國內政治問題積習已久，一時也無法
解決;故政治不穩定易導致財政失衡為潛在
之風險，進而影響泰銖匯率波動及政府融
資成本增加等。

http://www.boi.go.th/


6

泰國(農業)經濟環境

泰國人口約6,772萬人 (男性3,310萬人占49.1%、
女性3,462萬人占50.9% (2014)

主要人口:泰國人 (其他種族華人、馬來人及印度
人)

官方語言:泰文 (其它華文、英文及馬來文)
 泰國人口90%信奉佛教 (其他宗教有回教、印度教

與基督教)
泰國人口中，具有華人血統之人口約2,000萬人，

僑團約有1,300個。
泰國首都:曼谷，人口約825萬，為泰國第一大城。

重要都市尚有清邁、清萊、合艾等
 泰國政府實行9年制義務教育(至國三)，教育普及;

自2010年起提供12年免費入學(含幼稚園3年及小
一至國三)

 泰國政府已將創意經濟視為國家發展的關鍵，
在其國家經濟振興方案「泰堅強計畫」中納入
創意經濟計畫。

 在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中，也將創意經濟
列入優先發展項目等。

資料來源: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-104年8月【泰國投資環境簡介】，農科院產發中心整理(2016/04)

 泰人受佛教影響甚深，以溫和有禮著稱，

尊崇佛教及王室，社會講求遵從次序祥和，
有利吸引外國人來泰投資。

 泰國勞工人數高達3,500萬人，供應相對充
足，服從性高，但較不主動積極，識字率
為96%，大部分只懂泰文。

 高等教育尚未能普及，高階技術人才供給
不足。

 泰國社會觀、藝術、飲食觀，大多都是

建築於佛教的基礎上。
 泰國的地形得天獨厚，史上全盛時期的

首都如素可泰、曼谷皆沿著湄公河而建;
一年四季都有豐饒的作物。

 泰國是亞洲乃至世界著名的旅遊勝地，吸

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前來泰國觀光旅遊;
同時也是個美食的天堂。

 2015年在泰國知名景點四面佛附近發生
一炸彈爆炸事故，直指為恐怖攻擊，引起
國際關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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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國(農業)社會與文化環境

 基於保護環境和促進農產品出口，政府非常
重視對農藥的管理，由農業部農業司農業法
規局負責農藥登記管理。

 成立毒性物質委員會，負責制定毒性物質管
理政策，協調各部門共同合作來執行法規。

 泰國的稻米及熱帶水果出口多，為農業大國
 全國的耕地面積約19.7萬平方公里，其中約50% 為

稻米，約20%為雜糧作物(如甘蔗、樹薯及玉米)，
橡膠約12%，園藝作物約占10%左右。

 約80%的人口從事農業，享有“東南亞糧倉”之美名
，為亞洲唯一的糧食淨出口國，及世界上主要糧食
出口國之一。

 農業以其競爭激烈、多元化和專業化的特色見稱，農
產品成功銷往世界各地。約70%的GDP為出口所得，
其品項多數與農產加工有關。

 顯示泰國農業之發展不但滿足該國之糧食需求，提供
約43%的就業機會，並穩定泰國農業經濟重要支撐力
之一。

 泰國的稻米出口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一位，木薯
輸出位居全球之冠，橡膠名列世界第三，玉米
排名第四，魚產品出口在亞洲僅次於日本。

 加工食品如罐裝金槍魚、鳳梨和冷凍蝦的出口
量持續上升。

 10大出口商品中，農產品占6個，占出口總值
的40%。

 泰國政府除持續擴增稻米的種植面積外，2005年成
立國家稻米辦公室，專責研究泰國米的改良與宣傳，
提高稻米產量。最知名的品種是茉莉香米、巴吞香
米與有機米。

泰國基於重視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的觀點，對於
農業部門的外資占比過半者，並不予以承認，
泰國資本必須高於51%，外資需以合資的方式
至泰國投資，目前內外合資的農企業有1,500 
家左右。

資料來源: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-104年8月【泰國投資環境簡介】，農科院產發中心整理(2016/04)



8

泰國(農業)技術環境
 泰國前總理塔克辛在2001-2006年執政期間;

設置村落發展基金，發展一村一品計畫(One
Tambon One Product.OTOP);

 在國外市場方面，近年泰國農業發展政策的
認證制度和世界廚房值得關注。

 2015年推動「泰國成為世界廚房」計畫，提
升泰國農產品貿易、食品、和泰國餐館業在
國內外市場的競爭能力。

 農業認證制度:制定泰國農產品安全統一認證
Q-MARK標章

 泰國皇家計畫:起源於1950年代，由泰皇建立
泰國農業價值觀，發展農業、漁業、林業、
酪農業、教育、醫療等領域的計畫，目前仍
有2,000多個計畫持續進行中。

 泰國_泰國農業暨合作部(Ministry of 
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, MOAC ) 我國行
政院農業委員會與泰國官方約定，兩國每年皆互
派農業推廣專家進行交流，透過雙方在農業推廣
及技術上的經驗分享，期能建立交流管道，使雙
方在農業上更蓬勃發展。另有泰國曼谷_農業暨合
作部農業推廣處及農業處
（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, DOA）-
農業推廣處(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
Extension, DOAE)

 泰國園藝作物的研究及相關產業的推廣，由成
立於1972年的園藝研究所負責，設有6個研究中
心(由北而南):清萊研究中心、蘇可泰研究中心、
詩薩吉研究中心、尖竹汶研究中心、春篷研究中心、
董里研究中心。

泰國_農業大學（Kasetsart University）是泰
國久負盛名的國立綜合類大學，也是泰國唯一的
國立農業大學。泰國農業大學目前有 7 個分校，
分布在全國各地。位於泰國曼谷，也是泰國歷史
最悠久的學府之一。

(資料來源:2012泰國農業發展現況與相關政策探析)

資料來源: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-104年8月【泰國投資環境簡介】，農科院產發中心整理(2016/04)； 2012【泰國農業發展現況與相關政策探析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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